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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交2500余元学费，车没学成反而又让补交1000元——

中集驾校，你咋能这样做？

本报讯（记者李 辉 通
讯员孔 峰 闫广玉）今年，我
市工商部门将进一步深化工商
登记制度改革，激发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力，完成全市市场
主体新增 15%的目标。这是
记者从昨日的全市工商行政管
理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今年，工商部门将进一步
简政放权、简化程序，为市场准
入创造更加便利条件。推进市
场主体全程电子化登记，推进
电子营业执照的发放和应用工
作，深入推进“五证合一、一照
一码”和“两证整合”改革，积极
探索实施“多证合一”。解决小

微企业和网络经营者住所登记
问题，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快速
增长，完成全市市场主体新增
15%的目标。

在消费者维权上，我市将
进一步加强12315与市长热线
的对接，探索推行“互联网+维
权”模式，利用移动执法终端，
在中心城区率先建立受理消费
投诉1小时响应机制，提升消费
维权现代化水平，提高消费纠
纷解决效率。在消费集中场所
全面落实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
和赔偿先付制度，加大对网购
退换货和中介服务等经营活动
中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③3

城区将建立消费维权新机制

投诉1小时即响应

新学期开学前夕，笔者从
南阳眼视光医院看到前来配镜
的“小患者”扎堆。假期里，本
应给眼睛好好“放个假”，但很
多孩子长时间看电视，玩游戏
使眼睛疲劳反而患上近视或造
成近视度数加深。

学生验配眼镜要先听听
医生怎么说。现在很多家长
都知道，发现学生视力不好先
到医院做详细眼科检查，而不
是随便在街头眼镜店配一副
眼镜了事。但不少家长还是
抱着“眼镜越戴越近视”的观
念，不愿给近视的孩子戴眼
镜，其结果耽误孩子的治疗时
间，使孩子视力快速下降。学
生近视防控专家宋小康院长
提醒家长，发现孩子视力不
好，一定要到医院由眼科医生
诊断是否需要戴眼镜，而配镜
前需严格医学验光。专业的
医学“验光配镜”是一个复杂
的医疗过程，涵盖 21项检查
内容。对初次配镜学生一定

要散瞳验光，超过十二岁可快
速散瞳(半小时左右)。由于小
孩眼睛的调节能力很强，必须
把调节完全麻痹，才能得出准
确的验光度数，依此开具处方
后配镜。

治疗学生近视，控制发展
是关键。学生近视快速发展可
能引起由高度近视而带来的视
网膜脱离等眼底病变。所以，
对于学生近视来说，控制发展
是关键。角膜塑形镜是目前控
制青少年近视发展的有效方
法。它只需晚上睡觉时佩戴6-
8小时，白天即可获得很好的裸
眼视力，满足学生正常的学习、
生活用眼。但提醒家长，角膜
塑形镜属于三类医疗器械，验
配和矫治过程是严格的医疗行
为，一定要到医院规范验配，这
样才能保证安全、放心、有效。
南阳眼视光医院角膜塑形镜免
费 检 查 、试 戴 预 约 电 话 ：
63138408，家长可为孩子预约
报名。③3 （新 荀）

开学季，南阳眼视光医院

学生扎堆配镜

他失去了一条腿，靠拄着
拐杖上课、辅导学生做作业、打
扫学校卫生；他，29年坚守讲
台，风雨无阻、矢志不渝。他就
是淅川县上集镇大坪村小学老
师郭富华。

2003年之前，大坪村小学
门前的道路还是土路，每逢雨
雪天气，路上泥泞不堪。郭富
华为了不耽误学生功课，索性
吃住在学校。行动不便的他，
取水和做饭都很困难。尽管这
样，他也没有耽误学生一节
课。2007年，因为出色的教学
成绩，郭富华被安排到更好的

学校，但他还是选择坚守在该
村小学。

多年来，他几乎每月都要
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一些，给
孩子们买课外书、文具。他的

“铁疙瘩”假肢，经常磨得腿出
血，后在亲戚资助下，他才换了
假肢。“不求桃李满天下，但愿
孩子有文化。”郭富华说，深山
里的孩子，唯靠读书，才能走出
去。而他，愿意做摆渡者。③3

山村教师郭富华:

单脚坚守讲台29年
本报讯（记者刘力果）初

到春风冷似剪，新舒柳叶嫩
如芽。明天，我们将迎来雨
水节气。此时节，春回大地，
天气变暖，万物开始萌动，春
暖花开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但据省气象台称，雨水节气
后，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
回升到0℃以上，但冷空气依
然活跃，昼夜温差较大，下周
可能会有一股冷空气造访，
气温有所下降，且迎来降水。

随着雨水节气的到来，
冷风刺骨的天气渐渐消失，
温和的阳光和潇潇细雨的日

子开始到来。据相关气象资
料显示，“雨水”到来后，暖空
气开始活跃，天气忽冷忽热、
乍暖还寒。这种天气特点会
对已萌动和返青的作物、林
果的生长及人们的健康带来
影响。

据省气象台预报，受冷空
气影响，今天全省有4级左右
偏 北 风 ，气 温 较 前 期 下 降
5℃～7℃。随着冷空气的到
来，全省自北向南空气污染扩
散条件将明显好转。不过这
股冷空气势力不是很强，18
日气温回升。然后还有大降

温，下周二(2月21日)起，河南
部分地区又将迎来一轮小雪，
届时最低气温-4℃，我市也
会跟随出现降温及降雨状态，
望市民们做好预防，厚棉衣先
不要收起来哟！

未来几日我市具体天气
预报如下：今天全市多云，偏
北风 3级左右，气温 6℃到
11℃ ，相 对 湿 度 40%-
70%；18日，晴天间多云，气
温 6℃ 到 15℃ ，相 对 湿 度
30%-60%；19日，晴天转
多云，气温4℃到15℃，相对
湿度30%-60%。③1

草木萌动云雨生，明日将迎来雨水节气——

乍暖还寒，下周冷空气又来了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本报
法律顾问毕献星律师。毕献
星告诉记者，王女士这种情
况，只要当初没有与驾校签
订不去学习培训费作废的合
同，驾校就不应该再收取王
女士任何学习费用。而且，
驾校所收取的费用都应该给
学员开具正规发票。若驾校
不予合理解决此事，王女士
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

记者又联系到南阳市运
管局考务管理办公室的卢先
生。他告诉记者，学员考试确
实需要给考务科交部分费用，
王女士报考的是 C1小型汽
车，考试费用是400元，但当初
王女士给驾校交的培训费里
就包含的有此费用，不必重复
缴纳。但该驾校以考务科为
挡箭牌，一再让学员补交相关
款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③3

驾校不该重复收费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南阳
市联总中集驾校的张校长。
他说，他们是 2016年 7月份
才接手驾校的，交接时前任校

长说没有遗留学员。王女士
虽然有当初的交费证明，但是
之前的费用和档案没有交接
到他们手中。让王女士补交

1000元，是因为一部分得给
考务科，另一部分充当练车燃
油费，这样学校就可以立马给
她重新建立档案。

想练车，再交1000元

昨天上午，记者见到了王
女士。她拿出一张中集驾校
的发票单和一张收据单。上
面分别标注着C1小型汽车培
训费 1950元和考试、体检费
580元。王女士告诉记者，当
初学校让交 580元说是体检

费和考试费，但压根都没让去
体检。2012年 12月 23日报
名后，这几年她没去过驾校，
学校也没联系过她。现在想
学车，却发现这所驾校早已搬
了新校址，换了新校长。无奈
之下，王女士拿着当初开的发

票和收据去新校址询问，却被
告知，以前的老校长没有把她
的档案留下，若是想继续学
车，必须再补交1000元学费，
否则之前的费用全部作废。

“学费早就交过了，为啥现在
又让交钱？”王女士说。

驾校转让 不认老学员

“我在光武
东路的中集驾校
报了名，就一直
没有去学。前两
天我打电话去学
校咨询，学校的
工作人员说学校
已 经 换 了 新 校
址，而且查不到
我的档案，不承
认我是他们那里
的学员。”15日，
市民王女士向记
者反映，她之前
已 交 给 驾 校 的
2000多 元 的 费
用“ 不 翼 而 飞 ”
了，要想学车，还
得 补 交 学 费
1000元。

□本报记者 李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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